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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李头三十岁才得了个宝贝儿子小
李，对他那叫一个百依百顺、娇生惯养！

这不，小李都大学毕业六七年了，还窝
在家里做“啃老族”，就靠着老李头那点子
微薄的退休金混日子。 不但如此，小李对父
亲很骄横，动辄大吼大叫、挖苦讽刺。

一天，小李在网上发现了一个“寿命计
算器”的测试游戏，自己测试了一番，还心
血来潮，把老李头叫到了电脑前，也要为他
算一算。

老李头早年间有抽烟喝酒的嗜好，可
是自从小李当了“啃老族”，老李头那少得

可怜的退休金就捉襟见肘了， 只能主动戒
了烟酒；而且，为了养活小李，已经六十岁
的老李头还找了一份送报纸的工作， 每天
天不亮就得骑着自行车满城跑。 说来这也
是不幸中的幸运， 老李头的身体反倒越来
越结实了，经过这“寿命计算器”一算，老李
头能活到九十岁！

没想到，自从“算过”寿命以后，小李对
老李头的态度大变。 小李不但每天晚上都
为父亲烧热水让他泡泡脚， 有时甚至还帮
忙送送报纸……宝贝儿子这一番殷勤，弄
得老李头头晕脑涨、莫名其妙，问道：“你是

不是欠人家钱了呀？ 为啥对我这么好？ ”
小李一笑，说道：“没有，没有！ 我就是想

让您多活两三年。 ”
“你说的是真话？ ”
“当然是真话了！ ”
“为啥？ ”
“唉！‘寿命计算器’算了，你只能活到九

十岁。 你比我大三十岁，也就是说，你只能养
我到六十岁。 可计算结果显示，我能活到六
十二岁， 剩下那两年你叫我依靠谁来生活
呀？ 所以，你还得坚持坚持，再多活上个两三
年……”

我想让您多活两三年
□ 铁马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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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和坤请纪晓岚写匾，纪晓岚本不愿写，
后一琢磨，还是给和坤写了二字“竹苞”。 和坤命工匠
制成金匾挂在正厅。

一日，乾隆皇帝无事闲逛，来到和坤家。 和坤行君
臣礼后， 指着墙上挂的匾对乾隆皇帝说：“匾上之字，
乃大学士纪晓岚所作。 ”乾隆听后“哈哈大笑”，接着说
到：“竹”字可拆为“个个”二字；“苞”字可拆为“草包”
二字，说你们家“个个草包”。 和坤一听气得半死。

题词

我和老婆去卧佛寺游玩，老婆路上走不动，于是
我背她。

一个老婆婆看见了，严肃的说：看你也是读过书
的人，老婆有病还是早点去医院，拜佛是没用的。

拜佛

有个花花公子把祖业败光
了，只得做了乞丐沿街乞讨。 一
天，乞丐碰到一位农民，农民对
他说：“你也是七尺男子汉，不
缺胳膊不缺腿， 为何不自己劳
动养活自己？ ”

这个乞丐听了， 一点儿不
感到羞耻， 他拾了一根树枝在
地上写了四句：“朝吃千家饭，
夜宿万户亭，未犯朝廷法，任我
天下行。 ”

那农民看了诗后， 也拾了
一根树枝， 在每一句诗后添了
两个字：“朝吃千家饭，不饱；夜
宿万户亭，盖草；未犯朝廷法，
还好；任我天下行，狗咬！ ”

乞丐作诗
儿子是名小学生， 昨天老师

在生态课上，讲解了有关低碳知
识。 并要求他们回家后，每人写
出一篇低碳生活建议书。

当天晚上， 儿子在书房准备
动笔， 想了半天也不知该如何
写。 儿子请教后， 老公对他说：

“低碳生活是个很大的概念，你
用不着面面俱到， 就结合咱家的
情况，提点合理化建议就行。 ”儿
子听后点了点头。

大约用了一个小时， 儿子就
把低碳生活建议书写了出来。 他
在建议书中写道：“建议家庭成
员如此过低碳生活。 爸爸： 不上
网，不聊天，多嗑瓜子，少抽烟。
妈妈： 不生火， 少做饭， 多买饮
料，吃西餐。 自己：不开灯，不用
电，少做作业，多去玩。 ”

建议书
教一个小男孩弹钢琴时， 感觉他弹得有

问题。于是我说：“你先起来，听老师弹一遍。”
我弹了一遍，然后让那男孩坐回椅子再弹，问
他：“感觉如何？ ”

小男孩说：“感觉椅子比刚才热多了。 ”

感觉

离婚要 11 块钱，比水果贵，不划算！
———在 2013 年 1 月 4 日登记， 本想给婚姻生活博个好彩

头，不料领证 4 天后，80 后小夫妻罗毅和徐冰就再次走进余杭
婚姻登记处，打算离婚。 缘起仅是双方争执到底是吃苹果还是
吃香蕉。 对此，有网友如此调侃。 .

� � 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
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
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识和
品格的高下，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

———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说。

我按我自己舒服的方式活着，这事儿跟能力和道德无关，
没什么可自惭或自得的，更谈不上“甘于清贫”。

———柴静回应“央视最穷主持人”一说。

人的美德的荣誉比他的财富的荣誉不
知大多少倍。 ──达·芬奇

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 ──哥白尼

人的知识愈广，人的本身也愈臻完善。 ──高尔基

人的智慧掌握着三把钥匙，一把开启数字，一把开启字母，一
把开启音符。 知识、思想、幻想就在其中。 ──雨果

教育孩子的实质在于教育自己， 而自我教育则是父母影响孩
子的最有力的方法。 ———列夫·托尔斯泰

@ 人民日报【11 岁孩子的寒假生
活】豆豆 11 岁，小学五年级学生，这个

寒假，爸妈为他制定了短期“家庭式培训”：上完葫芦丝最后一
课，定期复习；继续学习《新概念英语》；学一些编程的基础知
识；读《水浒传》。 听起来，这个寒假，豆豆也说不上不轻松……
你家的孩子怎么过寒假？

@人民日报【拒绝捐助，难道面子比孩子还重要？】广西山
区小学生寒冬穿凉鞋睡凉席，多地爱心人士纷纷捐资捐物。 然
而此时， 一直声称没有物资来源的当地有关部门却要求停止
呼吁捐助，理由是没有地方囤积物资，没有渠道接受款项，不
想戴上“灾区”的帽子……天寒比不上心寒，难道面子、位子比

孩子的里子还重要？
@楚天都市报 【售票机吞钱不吐票 男子手持白条坐地

铁】近日，武汉市民陈先生在地铁站购票时，自动售票机发生
故障，吞了钱却不吐票。 工作人员在纸条上手写了“到虎泉，请
放行”，盖了“青年路站”的红色印章，让他拿着条子就能出站。
网友吐槽，打白条坐地铁，堪称“史上最霸气车票”。

@央视新闻【孩子塞后备箱！头一回听说】据华商报，近日
宝鸡市交警在高速路巡查时， 一辆出租车后备箱中惊现一只
伸出的小手！查看后，竟熟睡着两个小男孩。司机称，一家 7口
回老家奔丧，因没买上火车票才开车回家，被查时已在高速行
驶了 22个小时。后备箱载客是极度危险行为。回家虽心切，也

要对孩子安全负责。
@央视新闻【电摩驾驶员你在哪？请为天使作个证吧！】16

岁女孩沈玉琼，因扶被撞老人自己被撞身亡。 目前撞死女孩的
肇事司机已自首， 但当地部门仍在寻找案件关键证人———撞
到老人的电摩驾驶员。 关键证人的消失， 让女孩难以被追授

“见义勇为”称号。 电摩驾驶员你在哪？ 请为天使作个证吧！
@广州日报【浙江命案 5名被告服刑 15年后 真凶疑现身】

17年前浙江一起命案中多人涉案被判死缓。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
院副院长何兵微博称“一年前，现场血指纹另有其人。现此人已抓
获并交代。五人已坐监十七年，从青年到中年……”现浙江省高院
称已立案复查，“有错必纠”。

人生就像一场牌局， 最考验你的不是怎么
样抓到一手好牌，而是怎么样打好一手烂牌。

鹤立鸡群，鹤比鸡难受，它要承受很多来自群体的压力，出众是要付
出代价的，所以秀者往往需要保护。

如今，人们不甘心做一个普通的人，而是争先恐后的成为“人物”，这
时，“人性”少了，“物性”多了。

为什么有些领导手握重权，下属却不买账？ 因为权力可使人敬畏，却
未必能让人拥戴。

那些声称被应试教育毁了的人，不应试也会自毁；那些抱怨婚姻磨
灭理想的，不结婚也成不了居里夫人；那些天天唠叨在这个体制下无法
创作伟大作品的，去了瑞士也一样找不到灵魂的自由。 大家面对同样的
时代，却找出不同的借口，每个人都在窗前看这个世界，有些人看见的只
是镜子，有些人伸手不见五指。

人生最遗憾的，莫过于，轻易放弃了不该放弃的，固执地坚持了不该
坚持的。

一种本领，是父母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比金钱重，比财富美，比家财万
贯来得真切，包含的爱更多、更深沉。 这才是父母最应该留给孩子的至宝。

生活中，一个好的心态，可以使你乐观豁达；一个好的心态，可以使
你战胜面临的苦难；一个好的心态，可以使你淡泊名利，过上真正快乐的
生活。 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告诉我们，积极的心态能帮助我们获取健康、
幸福和财富。

中午下课，我跟班里一恐龙女生合打一
把花雨伞去食堂。

也许是细雨生情， 她脚步突然停下来，
深情地望着我，“你……做我的王子好吗？ ”

看着她凄惨的面相，我着实不忍心打碎
她那颗心，但为了以后的幸福，我必须拒绝。
于是， 我装出一副很傻很天真的表情问她

道：“那———以后我就得
管你叫母后喽？ ”

拒绝

□ 刘小芳


